
新华社马德里 2 月 21 日电

2020-2021 赛季西班牙足球
甲级联赛第 24 轮 21 日继续进
行，在一场焦点战中，巴塞罗那主
场 1∶1 战平加迪斯。

梅西为主队罚入一记点球，但
阿莱克斯在比赛接近尾声时凭借点
球扳平比分，帮助加迪斯从客场带
走 1 分。目前巴萨以 14 胜 5 平 4
负积 47 分在西甲积分榜上排名第
三，落后榜首的马德里竞技 8分。

此役第 32 分钟，佩德里在对
方禁区内被伊萨克·卡尔塞伦绊倒，

裁判判罚点球，梅西主罚命中，为巴
萨打破僵局。此后德容和佩德里分
别有一记进球因越位被取消。
下半时巴萨在对方门前频频制

造杀机，却未能扩大优势。第 89分
钟，加迪斯将比分扳平，朗格莱禁区
内对索布里诺犯规被判点球，阿莱
克斯主罚命中，将全场比分锁定为
1∶1。

在当日其它几场比赛中，皇家
社会主场 4∶0 击败阿拉维斯，韦斯
卡主场 3∶2 战胜格拉纳达，毕尔巴
鄂竞技则在主场 1∶1 战平比利亚雷
亚尔。

据新华社电

2011 年 4 月，AC米兰在一场
同城战中 3∶0 完胜宿敌，奏响了向
意甲冠军冲锋的号角并最终登顶。
差不多十年后，犹如一面镜像，国
际米兰在当地时间 21 日的“米兰
德比”中取得三球完胜，吹响了冲
击联赛王座的集结号。
“德比”总是给予足球不一样

的味道，而“米兰”二字更是赋予了
“德比”特殊的含义。贝尔戈米与
巴雷西、萨内蒂与马尔蒂尼、维埃
里与舍甫琴科……在那个意大利
足球最辉煌的年代，巨星交织的米
兰德比总是让人热血沸腾。但当繁
华散尽，如今的“蓝”与“红”，多少

有些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联赛冠军
的荣光，自 2010-2011 赛季后，也
不再属于米兰城。

十年来，意甲联赛从传统的
“北方三强”之争逐渐演变为尤文
图斯的独角戏。十年来，国际足坛
见证了曼城、巴黎圣日耳曼等新贵
的崛起，传统强队如皇马、拜仁也
在不断扩张势力版图，但同样作为
老牌豪门，国际米兰与AC米兰却
在这样的大势中显得格格不入。

多年无缘欧冠，星光黯淡……
当圣西罗的草皮不再上演卡卡的
千里走单骑，当雷科巴的弧线消失
在了梅阿查的天际，当两支球队排
出一套年轻球迷一个也不认识的
首发阵容……对于两支拥有百年

历史的球队来说，十年不算很久，
但这样的十年也太过漫长。

所幸这一切，近年来悄然发生
着变化。AC米兰在老大哥伊布拉
希莫维奇的率领下，打出一波跨赛
季 27 轮联赛不败，演绎着一首关
于青春的热血之歌。而国际米兰在
新东家的苦心经营下，也一步一个
脚印，走上了复兴之路。

十年了，两支球队终于在积分
榜上齐头并进，“米兰德比”再次被
贴上“为冠军而战”的标签。这是
双方球迷原本习以为常的画面，可
经过风雨飘摇的十年，在曾经“欧
洲足球第一城”落寞的背影下，这
样的注脚显得弥足珍贵。

回顾这场德比，从开场闪击，

到劳塔罗通过精彩团队配合完成
“双响”，再到卢卡库长驱直入完成
霸气一舞，国际米兰无疑是心气更
高的一方。卢卡库在杀死比赛后的
宣泄式怒吼在因新冠肺炎疫情而
空荡荡的梅阿查球场，更显得震耳
欲聋。对AC米兰而言，即便最终无
缘冠军，如果能结束许久未曾跻身
联赛前四的尴尬，这就已经是一个
成功的赛季。

如今联赛过半，在尤文依旧立
足不稳的情况下，米兰城迎来了赢
回联赛冠军的最佳时机。十年了，
如能捧起一座意甲冠军奖杯，无疑
将驱散米兰城上空的阴霾；一次喜
得冠军后的扬眉吐气，足以消弭这
一路走来的风尘仆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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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报记者 俞 炯

留守上海、在俱乐部自己训练
基地进行第二阶段冬训的上海海港
继续积极备战。据悉，球队将在本周
三下午迎来新赛季开始之前的第一
场热身赛，对手是中甲的杭州绿城。
上海近日的好天气让海港队的

训练十分“惬意”，在冬训第一阶段
基本完成了体能储备的前提下，球
队目前在主教练莱科的带领下，着
重于强化技战术方面的内容。球员
们都需要更好地理解新教练的战术
理念、阵型安排和比赛要求。
正因为如此，在新赛季还有一

个多月就将开始的情况下，通过正
式的热身赛来检验近阶段的冬训成
果就变得十分重要。
海港队的第一场热身赛安排在

本周三下午，对手杭州绿城虽然是
中甲球队，但他们实力不俗，是上赛
季中甲亚军，只是在冲超附加赛中
不敌中超的倒数第二名武汉卓尔。
出于战术保密的原因，海港队和杭
州绿城的这场热身赛将在全封闭的
环境下进行。
一边训练，一边进行多场热身

赛，将成为海港队未来的备战重点。
至于热身赛对手，应该会有更多的

选择。像中超的北京国安、青岛队等
也都将在上海进行新赛季前的冬
训。

此外，春节期间解除入境防疫

隔离的两位海港队新助理教练，托
米斯拉夫·罗基奇和斯特凡·贝特
斯都已经进入角色，辅佐主教练莱
科带队训练。海港队的新援、克罗

地亚中卫迈斯托罗维奇本周四也
将结束 14 天的隔离，球队终于可
以在人员齐整的情况下准备新赛
季了。

拜仁体能有隐忧

晨报记者 孙俊毅

本周二被列入中国体育彩
票足球竞彩项目的赛事包括欧
冠、英冠等。

周二 004 英冠 24 日 03:00
德比郡 VS 哈德斯菲尔德
德比郡上轮在客场 1 比 2

不敌沃特福德，两连胜势头被
终结，不过德比郡近期主场成
绩出色，近三个主场保持全胜。
哈德斯菲尔德上轮 4 比 1 击
败斯旺西，这场胜利是球队近
19场比赛的首胜。两队排名接
近，都濒临降级区，哈德斯菲
尔德客场成绩列英冠倒数第
二。近期主场出色的德比郡更
值得信赖。
竞彩胜平负推荐：
德比郡 VS哈德斯菲尔德 胜/平

周二 010 欧冠 24 日 04:00
马竞 VS 切尔西
马竞在上周末的联赛中主

场 0比 2 不敌莱万特，遭遇近
12轮联赛的首败。从西蒙尼赛
前公布的名单看，萨乌尔和萨
维奇回归，吉梅内斯缺席。本
场欧冠淘汰赛由于西班牙防疫
要求，被安排在中立场罗马尼
亚的布加勒斯特进行。切尔西
上轮联赛在客场 1 比 1 被南
安普顿逼平，各项赛事五连胜
被终结。总的来说，图赫尔入
主后，切尔西状态稳定。
竞彩让球推荐：
马竞 VS 切尔西 负

周二 011 欧冠 24 日 04:00
拉齐奥 VS 拜仁
拉齐奥上周六联赛 1比 0

小胜桑普多利亚，各项赛事主
场取得 7 连胜，且连续 27 场
比赛有进球。拜仁在上周末的
联赛中客场 1 比 2 不敌法兰
克福，遭遇本赛季客场的第三
场失利，世俱杯夺冠后他们回
到德甲联赛连续两轮不胜，体
能隐患有所暴露。
竞彩让球推荐：
拉齐奥 VS 拜仁 胜

C4397 可家访董事长遗孀党员干部退
休女 71 岁丧偶未育退休金高有多套
电梯房寻 87 岁内男(女付)63337606
C4398可家访住丁香花园女护士
长退休 77岁丧偶无孩先夫留下丰
厚资产和多套房不愿进养老愿寻

91岁内男速婚 (女付 )53833358
C4399 急寻共同管理男美丽女总 51
岁丧偶无孩资产雄厚开电子厂真心寻

77 岁内男帮我随缘(女付)63337606
C4400 可家访独居淮海路洋房女中
医退休女 67 岁丧偶未育肤白显年轻
从医几十年有丰厚财产多套房寻 81
岁内体健无房先生 (女付 )53833358
C4401 美丽空姐女 37 岁未婚从小
孤儿院长大继父留下丰厚资产和房
寻 71 岁内帮管男(女付)63337606

红木家具 . 老家具 .字
画 .扇子 .印章 .像章 .老
服装 .小人书 .紫砂壶 .
玉器 .瓷器 .地址:多伦路
160号 （近 四川 北 路 ）
热线电话：65407260 13601926417
高经理 免费上门服务

古月轩 高价

收购

物资回收

物资回收

高价收旧书画
老红木家具
大正堂高价收旧瓷器.玉器
佛像.香炉.印章.砚台.旧扇子
竹木牙雕.古纸币.旧箱子像
章.小人书等免费上门估价
南昌路 611 号近襄阳南路
太原路 327号仕宝堂
52733361 3564330778

为民调剂
本店以雄厚的实力 ,收购旧红 (白 )木
家具,新旧字画,名人信札 ,旧书碑帖 ,
连环画 ,邮票 ,钱币 ,像章 ,旧瓷 ,旧玉 ,
紫砂 ,竹木牙雕 ,文房用品 ,及其它古
玩杂件 ,名贵酒类 ,阿胶 ,工艺品等 。
徐汇区宛平路 255号（近肇家浜路）
63232582 13701722984 沙先生

绿 洲知名
口碑好

成功率高
地址：九江路619号1366室 注册号：310113000212598

由高级婚介师董老师全程服务到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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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 缘 苑 青
鸟
成功率高

注册号：31010101000389495

知 名

地址：黄浦区云南南路180号508室淮云大厦(王老师)
小学音乐教师退休 69 岁未婚肤白显年轻
从事教育工作几十年有二套住房生活无忧
急寻 90 岁内健康男速婚 13524180951
经商女 43 岁未婚聪明能力强浙江上
海有厂有公司不图先生职业年龄和经
济只要脾气好诚实可靠 13524180951
漂亮女 58岁丧偶护士长退休气质佳有多房条
件优急寻年长的真心陪伴先生 13524180951

两粒点球 巴萨主场被加迪斯逼平

[西甲综合]

●

公益体彩

海港明日迎冬训首场热身赛
两位新助理教练已经进入角色，辅佐主教练莱科带队训练

十年落寞，“米兰德比”终又“为冠军而战”

海港首场热身赛对手是中甲的杭州绿城 /俱乐部供图


